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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歡欣快樂

讓我們興高采烈 (x2)
手舞足蹈

興高采烈，手舞足蹈 (x2)
弟兄們，請齊來

弟兄們，請齊來，滿心喜悅 (x5)

Hava ngila hava nagila
Hava nagila venismecha (x2)
Hava neranena, hava neranena
Hava neranena venismecha (x2)
Uru uru achim
Uru achim belev sameach (x5)

 hlygn hbh hlygn hbh

hxmXnw hlygn hbh

hnnrn hbh hnnrn hbh

hxmXnw hnnrn hbh

~yxa wrw[

xmX blb ~yxa w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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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越 節 簡 介
1.	  慶節的沿⾰革

「逾越節」的希伯來文是Pesah（xsp）。在新約時代，按阿蘭文

Pascha（axsp）譯作「巴斯卦節」。這名稱原指慶節中所宰殺的

羔羊（參看出12:21-‐28,43-‐51；申16:1-‐8；格前5:7）。這慶節又稱

為「無酵節」Matzot（參看出12:15；23:15；34:18；肋23:6）。逾

越節或無酵節的起源很早，前者按游牧生活的傳統，祭殺羔羊以祈

福，好能找到新的牧場和家畜豐產；後者沿農耕生活的傳統，把

早收成的大麥製成無酵餅作素祭，祈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兩

個儀式是在春初舉行，漸漸合成一個傳統。

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事蹟，正發生在這慶節上，遂有了一個救恩歷
史的意義，成了以色列人每年為紀念獲得天主拯救，得享自由的宗
教慶節。逾越節 初是家庭舉行的慶節，在猶大王希則克雅（公元

前716-‐687）或約史雅（公元前640-‐609）的時代，已變成了耶路

撒冷城和聖殿內舉行的慶節（參見編下30:35）並明文列入梅瑟法

律內（申16:1-‐8）。

2.	  慶節的⽇日期及意義
逾越節應在每年春分後第一個月圓日舉行，即猶太曆的尼散月

（Nisan，又稱阿彼布月Aviv）十五日。在慶節的前夕，即十四日
黃昏舉行逾越節晚餐（猶太人在前一天黃昏算作新一天的開始；猶
太人舉行逾越節的日期，請見第5頁附表）。十五日至廿一日晚是

無酵節（Matzot）。在耶路撒冷，十四日下午三時，人們把待宰的
羔羊帶到聖殿祭殺，然後拿回家中烤熟來吃。

對觀福音把耶穌與門徒在耶路撒冷所吃的 後晚餐（約在公元30年

4月7日或公元33年4月3日晚上）放在逾越節晚餐的背景中，向人
揭示了這晚餐所蘊藏的 深意義：耶穌成了新約的羔羊（格前

5:7），在祂吃過逾越節晚餐之後，翌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完成
了天主救贖我們的行動。而日後教會的復活節選定在春分月圓後的
主日（即一週的第一天），因為耶穌是在一週的第一天復活的。

兄弟團聚之樂（詠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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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來說，逾越節有以下三個層次：

 1.	  出埃及的救恩事蹟——逾越節晚餐及出埃及

 2.	  耶穌的逾越奧蹟—— 後晚餐，苦難、聖死及復活

   3. 基督徒參與耶穌的逾越——復活節夜間禮儀、入門聖事及

       每主日的彌撒

3.	基督徒可否舉⾏行逾越節晚餐？
耶穌的 後晚餐，正是按照猶太人習俗舉行的逾越節晚餐（瑪

26:17；谷14:12；路22:7,15），祂更藉此晚餐的儀式，建立了感

恩聖事，並囑咐教會「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22:19；格前

11:24-‐25）。「耶穌與宗徒在逾越節餐宴上舉行這 後晚餐時，給
猶太人的逾越節賦予了決定性的意義。事實上，新的逾越，就是耶
穌通過死亡和復活到達父那裡，這在 後晚餐中提前實現，且在感
恩祭中慶祝。感恩祭完成猶太人的逾越節，並提前實現教會在天國

的光榮中 終的逾越」（天主教教理，1340）。

教會秉承耶穌的教訓，制定了彌撒聖祭。我們舉行逾越節晚餐，是

為了明瞭耶穌最後晚餐的情況，加深我們對彌撒聖祭意義的認識和
反省，並且增進團體的共融精神。因此之故，在堂區內舉行這項聚

會， 好有主任司鐸的領導。但應注意，逾越節晚餐並非一項禮
儀，絕不可取代彌撒聖祭，或與彌撒⼀一起舉⾏行！這是一個友愛團結
的晚餐，一個祈禱聚會，應懷著聆聽之心和喜樂的精神參與，好能
體驗逾越奧蹟之偉大。

在四旬期間，堂區或團體藉舉行逾越節晚餐，重溫天主昔日拯救選
民的事蹟，有助瞭解耶穌給我們帶來的救恩，實是一項生活的教理
講授。雖然我們無法清楚知道新約時代猶太人舉行逾越節晚餐的全

部細節，但可採用今日猶太人所用的《逾越節禮典》（Haggadah	  
shel	  Pesah），並在禮節中適當的時候，加上福音的說明。

4.	逾越節晚餐程序 

新約時代吃逾越節晚餐的程序，並沒有明確歷史記載，但第二世紀

的猶太典籍《米市納》（Mishnah）「逾越節篇」（Pesahim	   10）
卻載有頗詳盡的程序。今日的猶太人逾越節晚餐禮典內所規定的程
序如下：

	  	  	  	  	  	  	  	  	  	  	  	  God	  Looked	  After	  His	  Own	  埃及十大災難歌
(Tun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1. Moses went to Pharaoh with a message from the Lord:
 “Set my people free at once that I may be adored.”
 Now Pharaoh was a bad man and he wouldn’t let them go.
 But God looked after His own.
 *So the plagues began to happen (x3), until he let them go. (Refrain)
2. First the water went all red and quite unfit to drink,
 Then the frogs came hopping up from off the river’s brink.
 Then mosquitoes came in swarms and little gadflies too;
 But God looked after His own. *So the plagues...
3. Next the cattle and the sheep all laid down and died;
 Everyone came up with boils and sat around and cried.
 Hailstones big as rubber balls fell from out the sky;
 But God looked after His own. *So the plagues...
4. Locusts green came flying in, many thousands strong;
 Darkness came upon the land, lasting all day long.  
 Worst of all, the eldest sons of all Egyptians died;
 But God looked after His own.
 *So the plagues began to happen (x3), AND PHARAOH LET THEM G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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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祝聖慶日（第一杯酒）

(2)洗潔禮（主席）

(3)青菜

(4)擘餅

(5)敘述（第二杯酒）

(6)洗潔禮（全體）

(7)祝福無酵餅

(8)苦菜

(9)無酵餅苦菜包

(10)進餐

(11)尾盤：保留之餅

(12)餐後祝謝經（第三杯酒）

(13)讚主詠（第四杯酒）

(14)禮成

5. 逾越節晚餐的⻝⾷食物和⽤用具

(1)	   慶節規定的⻝⾷食物：
1.	   無酵餅

不含鹽份和酵母的方塊餅乾，味淡如薄脆餅乾，超市可買

到十數片裝的無酵餅（Matzos，俗稱「猶太餅」）。

2.	   苦菜
猶太人慣用辣根（horseradish）作苦菜，但也可採用西洋菜

（watercress）、芝麻菜（rocket）等有苦味的葉菜代之。

由於要生吃，故必須清洗及弄乾（超市有即吃包裝）。

3.	   ⽺羊⾁肉	  
羊肉必須焗熟或火烤，不可水煮或燘燉（參看出12:9）。

新約時代，羔羊應在聖殿先行祭殺，然後拿回家中烤食。

公元70年，耶路撒冷聖殿毀滅後，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中

不吃羊肉，只以一根燒羊骨放在主席餐盤上來紀念，並以
「保留之餅」代之。

4.	   ⻘青菜	  
可用西生菜（lettuce）、長葉萵苣（romaine）或芹菜

（celery）等。

5.	   鹽⽔水	  
加食鹽於水中稀釋而成，應盡量令人感到苦澀味。

6.	   甜醬	  
為醮點苦菜用，可用蘋果泥（applesauce）加上少許葡萄

酒、碎果仁、蜜糖、肉桂粉調和而成。若用普通果醬，宜
以葡萄酒或蜜糖盡量稀釋。

請你們稱謝上主（詠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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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葡萄酒	  
紅餐酒（Red	   Table	   Wine）或葡萄汁。晚餐中要斟酒四

次，但無須每次乾杯。

8.	   雞蛋
在主席餐盤上，放一只熟雞蛋，不去殼。

(2)	   其他⻝⾷食物：
可用雞肉、牛肉、魚肉、蔬菜、粉麵飯、水果等食物。不可
用豬肉、無鰭鱗的海產（如蝦蟹蚧殼類）、蛋糕、西餅、麵
包等經發酵製成的食物。（切忌肉絲炒麵、楊州炒飯等。因
有牛、羊肉，故不可同時有奶類製品。）

(3)	   慶節⽤用具及擺設：
若人數不多，可考慮在同一餐桌上舉行。若以團體形式舉

行，餐桌 好用長檯組合成 “U” 形，使大家可看見主席桌。

可安排參加者四至六人一組，除每人餐具和水杯外，另為每
一組放上一碟無酵餅（三、四片）、一碟苦菜和⻘青菜，一小

碟鹽⽔水和一小碟甜醬，一瓶酒或葡萄汁。各人應有一本《逾

越節晚餐禮典》。此外，也可在桌上放上燭台和鮮花。︒

在另一張桌上預備為洗潔禮用的盛⽔水盆、⽔水壺及⽑毛⼱巾。正餐

用的食物， 好先放在另一桌上，在程序10才端上。主席桌

上的三⽚片無酵餅應用⽩白餐⼱巾包着，另放一圓形餐盤（逾越節

餐盤）及當中指定食物。在主席桌上放一只特別的酒杯——厄
⾥里亞之杯，室內可掛上猶太特色的裝飾加以點綴。

6. 逾越節晚餐的⼯工作分配

1.	   主禮——以家長身分領念主禮經文和行動

2.	   講解員——領導團體舉行晚餐，講解各程序的意義	  
3.	   讀經員——恭讀聖經、領念讚主詠

4.	   ⺟母親——儀式開始前燃點燭光

5.	   ⼩小童——發問傳統四個問題（程序5）

6.	   服務員——協助洗潔禮、端上食物

7.	   領唱、司琴——領導團體詠唱

7 最 後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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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曆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2024-‐25

猶太曆 5776 5777 5778 5779 5780 5781 5782 5783 5784 5785

新年節 14/9 3/10 21/9 10/9 30/9 19/9 7/9 26/9 16/9 3/10

帳棚節 28/9 17/10 5/10 24/9 14/10 3/10 21/9 10/10 30/9 17/10

重建節 7/12 25/12 13/12 3/12 23/12 10/12 28/11 18/12 7/12 25/12

逾越節 23/4 17/4 31/3 20/4 9/4 28/3 16/4 6/4 23/4 13/4

五旬節 12/6 31/5 20/5 9/6 29/5 17/5 5/6 26/5 12/6 2/6

公曆 2025-‐26 2026-‐27 2027-‐28 2028-‐29 2029-‐30 2030-‐31 2031-‐32 2032-‐33 2033-‐34 2034-‐35

猶太曆 5786 5787 5788 5789 5790 5791 5792 5793 5794 5795

新年節 23/9 12/9 2/10 21/9 10/9 28/9 18/9 6/9 24/9 14/9

帳棚節 7/10 26/9 16/10 5/10 24/9 12/10 2/10 20/9 8/10 28/9

重建節 14/12 4/12 24/12 12/12 1/12 20/12 9/12 27/11 16/12 6/12

逾越節 2/4 22/4 11/4 31/3 18/4 8/4 27/3 14/4 4/4 24/4

五旬節 22/5 11/6 31/5 20/5 7/6 28/5 16/5 3/6 24/5 13/6

附表：2015-‐2035	  猶太年曆表

（∗逾越節晚餐於該節日前夕舉行，例如2016年逾越節日為23/4，晚餐於22/4晚舉行）

6 讚頌舉揚謙微者的天主（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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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禮者就座後，由一位母親誦唸以下經文，並燃點蠟燭。

⺟母親：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我們讚美你，因為你
藉誡命祝聖了我們，又命我們燃點慶節的燭光。

母親燃點場內所有燭台，全體詠唱歡迎歌本頁第1首Hevenu	   Shalom，或
其它歌曲，見32頁第10首「兄弟團聚之樂」。

燃點慶節燭光

在家中燃點燭光常是母親或女兒的任務。在每個安息日或節日
來臨前，她負責燃點家中的燭光，記念天主第一個創造行動

——造光。點着後，她用雙手遮着眼，然後打開雙手，感謝天
主的創造之恩。

我們為你們送來平安

1 送來平安 HEVENU	  	  SHALOM 全體以「明年耶路撒冷再見！」一語彼此祝賀，或唱本頁第5首。

	  	  	  	  	  	  	  	  	  	  	  	  	  明年耶路撒冷再⾒見 LASHANAH	  	  HABAAH5

         明年耶路撒冷再見！ ~ylvwrb habh hnvl

逾越節晚餐的一切儀式已完成，大家可繼續以歡樂的歌曲作餘
慶。每年的逾越節慶典為猶太人帶來新的希望，加強家庭和民
族的團結，期待默西亞的來臨。身為猶太人的保祿宗徒，雖然

信仰了耶穌，但仍然熱愛自己的同胞，他曾說：「為救我的弟
兄，我血統的同胞：就是被詛咒，與基督隔絕，我也甘心情
願。」（羅9:3）他又說：「到那時候，全以色列必獲救…⋯…⋯

照召選來說，由於他們祖先的緣故，他們仍是可愛的，因為天
主的恩賜和召選是決不會撤回的。」（羅11:26-‐29）

14. 禮成 hcrn–Nirtzah

主禮以「禮成誦」作結束，宣布逾越節晚餐已全照禮規完成：

主禮：逾越節晚餐已按禮規和習例圓滿結束。我們今日有幸能

參與這慶典，但願我們有生之日能不斷參與。至聖潔
者，求你在你的住處扶持你無數的會眾。請你速來救贖

你的子民，讓他們滿懷喜樂，高聲歡唱，邁向熙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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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斟第一杯酒，並舉杯唸「葡萄酒祝文」及「慶節祝文」。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葡萄的果
實，我們讚美你。

	   	  
全體繼續舉杯，由主禮一人獨唸「慶節的祝文」：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我們讚美你。你從萬
民中揀選了我們，舉揚了我們，並以你的誡命祝聖了我

們。上主，我們的天主，你為愛我們之故，賞賜我們歡
樂的時節和慶日。在今天的無酵節慶日、我們獲解放之
日、隆重的慶典、神聖的聚會上，我們紀念你拯救以色
列子民脫離埃及人之手。上主，你從萬民中揀選了我

們，祝聖了我們，又為愛我們之故，你祝聖了以色列和
各種慶節。上主，我們讚美你。

	   	  
全體繼續舉杯，並一起唸：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造生了我們，保存

我們、扶持我們直到今天。我們讚美你。

全體飲第一杯酒。

1. 祝聖慶日 Xdq–Kadesh

猶太人的安息日和一切慶節，都以「葡萄酒祝文」和「慶節祝
文」來開始。逾越節晚餐中，共飲酒四巡。耶穌在 後晚餐

中，遞給門徒這第一杯酒時說：「你們把這杯拿去，彼此分來

喝吧！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非等到天國來臨了，我決不喝
這葡萄汁了。」（路22:18）（這並不是「晚餐後，他拿起杯

來…⋯」的那杯。

【詠136】逾越節的詩歌（Hallel	  hagadol）（歌詠請見30頁第8首）
領：亞肋路亞，
	 請你們稱謝上主，	  
	   因為他美善寬仁，※
眾：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每節	  ※	  後重複）
2.	   請你們稱謝眾神之神，※
3.	   請你們稱謝萬主之主，※
4.	   只有他施展了偉大奇能，※	  
5.	   他以智慧創造了蒼天，※	  
6.	   他將大地舖展在大水之上，※	  
7.	   他創造了巨大的光體，※	  
8.	   他創造了太陽統治白晝，※	  
9.	   月亮和星辰光照黑夜，※。︒
10.	   他擊殺了埃及人的長子，※

11.	   他由他們中間領出了以色列，※	  
12.	   他伸出手臂施展了大能，※
13.	   他把紅海從中分開，※	  
14.	   他領以色列人從海中走過，※	  
15.	   他把法郎和他的軍隊投入紅
海，※

16.	   他領百姓經過曠野，※
17.	   他擊敗了強大的君王，※	  
18.	   他殺死了阿摩黎王息宏，※
19.	   他殺死了巴珊的敖格王，※	  
20.	   他使選民佔領了他們的土地，※	  
21.	   由他的僕人以色列來繼承，	  ※
22.	   我們遭難時，他懷念了我們，※	  
23.	   他救我們脫離了仇人，※	  
24.	   他把食品供給一切生靈，※	  

唱完所有讚主詠後，全體舉杯唸葡萄酒祝文：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葡萄的果
實，我們讚美你。

全體飲第四杯酒，然後繼續唸：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賜給我們葡萄和它的

果實，百果五穀，肥美舒適的土地，作為我們祖先的產
業，使他們飽嘗它的美物，我們讚美你。上主，我們的天

主，請憐憫我們，垂顧你的子民以色列。賜我們愉快地舉

行這無酵節，歡樂的時光，神聖的聚會。你是至善的，撫

愛眾生，你賜給我們葡萄和它的果實，我們讚美你。

耶穌和門徒吃完逾越節晚餐時，也唱了以上的聖詠。聖詠是天

主子民的祈禱，耶穌也時常以聖詠祈禱。我們可以想到耶穌當

年受難前夕，誦唸這些聖詠時，必定懷著很沉重的心情，他以

服從和感恩之心，歌頌聖父藉他要完成的逾越奧蹟。福音說：

「他們唱完了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了」（谷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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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獨自一人洗手，無需唸任何經文；服務員為他拿盛水盆、水壺和毛巾。

各人取一片青菜，蘸在鹽水中，然後拿在手中一起誦唸：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大地的產
物，我們讚美你。

全體吃青菜。

主禮檯上放著三塊無酵餅，疊在一起，用餐巾蓋著。主禮揭開餐巾，拿
出第二塊無酵餅，把它分成兩片，其中一片用另一塊餐巾包好，收藏起
來，此即「保留之餅」；另一片則放回碟上。(無需誦唸任何經文）

2. 洗潔禮 #xrw–Urechatz

3. 青菜 sprk–Karpas

青菜象徵春天的新氣息，鹽水象徵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時所流
的汗和淚，也象徵紅海的海水。

4. 擘餅 #xy–Yachatz

在這程序中擘餅，是為令參禮的兒童注意，引起發問。這禮節
可能很古老，尤其為那些不能到耶路撒冷祭殺羔羊的人。公元

70年聖殿毀滅後，這片保留之餅（A<iqomen）便成了羔羊的代
用品。猶太人只在餐盤中放一根羊骨，以作紀念。這片餅要保
留至第11程序，才拿出來吃，代替羔羊。

1.	   亞肋路亞！
	   請你們頌謝上主，※
	   因為他美善寬仁，
	 他的慈愛永遠常存。
2.	   願以色列子民說：※
	   上主的慈愛永遠常存。
3.	   願亞郎的家族說：※
	   上主的慈愛永遠常存。
4.	   願敬畏上主的人說：※
	   上主的慈愛永遠常存。
5.	   我在急難中呼求上主，※
	   他俯聽了我，將我救出。
6.	   上主在我身邊，我無恐無懼，※
	   世人對我又能如何？
7.	   上主在我身邊，作我的助佑，※
	   我必見到我的仇人蒙羞。
8-‐9.	  投奔上主，勝過依賴世人；※
	   投奔上主，勝過依賴權貴。
10.	   縱然萬民都來圍困我，※
	   我必能靠上主的名把他們消滅。
11.	   縱然他們由四方來圍困我，※
	   我必能靠上主的名把他們消滅。
12.	   縱然他們猶如黃蜂一般的圍困我，
	   好似荊棘中焚燒的烈火，※
	   我必能靠上主的名把他們消滅。
13.	   雖然他們用力推我，
	   想把我推倒，※
	   但是上主必前來扶持我。
14.	   上主是我的力量，我的歌詠，※
	   上主是我的救主。
15.	   在義人居住的帳幕中，※
	   響起了勝利的歡呼聲：

16.	   上主的右手獲得了勝利！
	   上主的右手把我高高舉起，※
	   上主的右手獲得了勝利！
17.	   我不至於死，必要生存，※
	   我要宣揚上主的作為。
18.	   上主懲罰我嚴厲非常，※
	   但沒有把我交於死亡。
19.	   請給我敞開正義之門，※
	   我要進去向上主謝恩。
20.	   正義之門屬於上主，※
	   只有義人才能進入。
21.	   我稱謝你，因為你俯允了我，※
	   將你的救恩賜給了我。
22.	   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
	   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23.	   這是上主的作為，※
	   在我們眼中神奇莫測。
24.	   這是上主選定的一天，※
	   我們要歡欣鼓舞。
25.	   上主！求你救助，※
	   上主！求你賜福。
26.	   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我們從上主的殿內
	   向你們祝福。
27.	   上主是天主，
	   他賜給我們光明，※
	   請帶著樹枝向祭壇列隊前進。
28.	   你是我的天主，我稱謝你，※
	   你是我的天主，我讚揚你。

29.	   請你們頌謝上主，※
	   因為他美善寬仁，
	   他的慈愛永遠常存。

【詠118】 歡樂和得救的歌聲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願你的萬物讚美你，願你的聖徒稱

揚你的名；因為讚美你，歌頌你的名是件美事。你是永

生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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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拿起一碟無酵餅，高聲誦唸：

主禮：請看！這就是我們祖先在埃及所吃的痛苦之餅，凡飢餓
的，請來吃吧！凡匱乏的，請來慶祝逾越節！今年我們
在此地慶祝，明年我們要到耶路撒冷去。今日我們仍是
奴隸，明天將是自由人！

主禮放下無酵餅。全體斟第二杯酒——【敘述之杯】，在整個敘述結束
後才拿來喝。

【四個問題】（Mah	  Nishtanah）

最年輕者發問：	  
﹣為什麼今天晚上和其他的晚上不同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吃各種麵包，今晚為什麼只能
吃「無酵餅」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吃各種蔬菜，今晚為什麼要吃
「苦菜」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吃各種方式烹調的肉，今晚為
什麼要吃烤熟的羊肉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隨意坐著吃飯，今晚為什麼要斜
倚著吃呢？

5. 敘述 dygm–Maggid

這篇經文邀請所有人來參禮，城中的窮人也同被請去赴宴。天

主在第一次的逾越節中所吩咐說：「將來你們的子孫若問你

們，這禮有什麼意思，你們應回答說：這是獻於上主的逾越節
祭 …⋯ …⋯」（出12:26；13:8）。我們現在也重述逾越節的故

事。 年輕的參禮者向主禮問四個傳統的問題，主禮則藉此機

會講述逾越節的故事和解釋食物的象徵意義。

耶穌在 後晚餐中，可能在這時候給門徒講解自己的逾越奧蹟

（參看若13:31-‐17:26）。在宗徒的團體中，若望是 年輕的，

晚餐中可能由他發問。

【邀請讚頌】

主禮：我的君王，我的天主，我要頌揚你，歌頌你的名，世世

代代，永無止息（詠145:1）。

厄里亞先知
提市貝人厄里亞
厄里亞，厄里亞
基肋阿得人厄里亞

在我們有生之年
請速來我們中間
帶同達味之子默西亞
帶同達味之子默西亞

Eliyahu hanavi 
Eliyahu hatishbi
Eliyahu, Eliyahu 
Eliyahu hagiladi 

Bimheira v’yameinu
yavo aleinu
im mashiah ben David
im mashiah ben David

逾越節晚餐結束前一起誦念「讚主詠」（Hallel）第二部分，

包括詠115-‐118和136，我們只選用詠118和136，因為它們是
隆重，且是教會在逾越（復活）節期中常用的。大家先誦唸

詠118首 「歡樂和得救的歌聲」這與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很有關

係。然後再誦唸詠136「大讚主詠」（Hallel	  hagadol）。

4 厄⾥里亞先知歌 ELIYAHU	  	  HA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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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問題】

主禮先把包著無酵餅的餐巾打開，然後開始講解：

主禮：我們曾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但上主我們的天主，卻
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申

6:21︔；26:8）。假若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沒有救我
們的祖先出離埃及，那末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如今還要在
埃及作法郎的奴隸。所以，即使我們熟讀和精通法律
書，我們仍有責任去重述脫離埃及的故事。是的，誰能
在有生之年傳誦脫離埃及的事蹟，真是堪受稱揚的。

	 

主禮：我們的祖先原是崇拜偶像的人，但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
主，卻教我們唯獨崇拜他。正如經上說的：「若蘇厄對
全民眾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從前你們的祖先
亞巴郎和納曷爾的父親特辣黑，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
的神明。我卻領他們走遍客納罕全地，使他們的後裔繁
多，賜給了他依撒格。我又將雅各伯和厄撒烏賜給了依
撒格；將色依爾山區賜給了厄撒烏作產業；雅各伯卻和

他的兒子下到了埃及」（蘇24:2-‐4）。

	 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持守了他對以色列民的許
諾，願天主永受讚美。因為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

古代的逾越節是在吃完晚餐後才發問的，後來為了避免忽略這
重要環節，特意把發問提前。今日猶太人因在這晚餐中不再吃
烤羊肉，故第三條問題現改為：「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用蔬
菜蘸一種醬吃，今晚為什麼要把菜蘸在鹽水和甜醬中呢？」

猶太傳統在此處加入了四個兒子的故事（賢明、邪惡、單純、
無知），我們此處從略。

【結束禱⽂文】

主禮：願上主開恩，使我們能參加其他的慶節，賜給我們生命

與遐福，健康與平安。上主使他的默西亞獲得勝利（撒

下22:51），對他的受傅者達味和他的後裔廣施仁慈，
直到永遠。上主自高天締造和平，願他賜給我們和以色

列安享平安（約25:2）。
全體：亞孟。

全體舉杯誦唸以下經文，然後飲第三杯酒。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葡萄的果

實，我們讚美你。

全體靜默片刻，或以「最後晚餐歌」（第29頁第7首）來默想耶穌在最後
晚餐中所做的一切。

全體斟第四杯酒，放在桌上。主禮多斟一杯放在空位上，這一杯稱為
「厄里亞之杯」，主禮請人把房門打開。

在祝謝經後所喝的酒（第三杯）即路加所說的：「晚餐後，他

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為你們傾流的血而立的新約」

（路22:20），然後門徒都從這一個杯中喝了（谷14:23；瑪

26:27）。這杯酒也是保祿所說的「祝謝之杯」：「我們所祝

謝的那『祝謝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格前

10:17）

13. 讚主詠 llh–Hallel

「厄里亞之杯」意味著猶太人對默西亞的期待：相傳默西亞將在
一個重要的節日上來臨，而他的前驅厄里亞先知必先他而到，準
備一切。在這時打開房門就是為了隨時迎接厄里亞，故此這杯酒

也稱為「厄里亞之杯」。唱第24頁第4首「厄里亞先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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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預見我們奴役的結束，與亞巴郎剖牲立約時給
他說：「你當知道，你的後裔必要寄居在異邦，受
人奴役虐待四百年之久。但是，我要親自懲罰他們
所要服事的民族；如此你的後裔必要帶著豐富的財

物由那裡出來」（創15:13-‐14）。
	 
全體一起舉杯誦唸：

全體：上主曾對我們的祖先恪守了諾言，並且也垂憐了我們
眾人。在每個世代中，都有人起來攻擊毀滅我們，但神
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卻使我們脫免他們的毒手。

全體把杯放回桌上。
	 	 
主禮：埃及人卻虐待我們，壓迫我們，勒令我們做苦工。我們

便向上主，我們祖先的天主呼號，上主就俯聽了我們的哀

禱，垂視了我們的痛苦（申26:5-‐7）。我們雖然都曾作過
法郎的奴隸（申6:21），上主卻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和
驚人的奇蹟異事，把我們領了出埃及（申26:8）。

主禮：天主派遣梅瑟和亞郎去見法郎說：「以色列的天主雅
威這樣說：你應放我的百姓走，好讓他們在曠野裡過節
敬拜我。」法郎問說：「誰是雅威，我該聽他的話，放
以色列人走？我不認識雅威，也不放以色列人走」（出

5:1-‐2）。上主於是使法郎心硬，然後用十大災難來懲
罰埃及國…⋯…⋯

猶太傳統中在此處加入許多辣彼對申26:5「我的祖先原是個漂

泊的阿蘭人，下到埃及，同少數的家人寄居在那裡，竟成了一
個強大有力，人口眾多的民族」的注釋（midrash），我們此
處從略。

(2)【⼤大地讚】（Birkat	  haaretz）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你賜予我們美好的大地作為產業，使
我們飽嘗它的美果，享用它的資源，我們感謝你。上主，
我們的天主，你保佑我們社稷康泰祥和，我們讚美你。

全體：願天主永受讚美。

(3)【耶京讚】（Birkat	  Yerushalayim）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請垂視你的子民以色列，保佑你的

聖城耶路撒冷，恩待你光榮的御座──熙雍，憐惜你的
祭壇和聖所。上主，你建造了耶路撒冷，我們讚美你。

全體：願天主永受讚美。

	  	  	  	  	  	  	  【耶京讚的延續經】

主禮：我們和我們祖先的天主，在今天的無酵節日，求你垂

鑑，悅納，俯允，眷顧並紀念我們，我們的祖先，你的

聖城耶路撒冷，你僕人達味之子──默西亞和你的全體

子民以色列。願這一切的「紀念」呈奉到你的面前；使

我們逃離劫難，萬事順遂，獲享恩寵、仁愛、慈悲、生

命與平安。上主，我們的天主，求你今天垂念我們，使

我們一切順利。求你今天眷顧我們，降福我們，求你今

天拯救我們，賜給我們生命。求你以充滿慈悲和帶來救

恩的話解救我們，恩待我們，垂憐我們，並拯救我們，
因為我們仰望你，我們的天主，你是寬仁慈悲的君王。

上主，你建造了耶路撒冷，我們讚美你。

全體：願天主永受讚美。

(4)【恩主讚】（Birkat	  hatov	  vehametiv）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富於慈愛，樂於施

恩，我們讚美你。

全體：願天主永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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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災難】
全體一起大聲讀出「十大災難」的名稱，讀每一災難時可用手拍台一下，
唸到第十災難「殺長子」時，連拍三下。（或見31頁第9首）

全體：（1）血水（2）蝦蟆（3）蚊蚋（4）狗蠅（5）獸疫
	   （6）膿瘡（7）冰雹（8）蝗蟲（9）黑暗（10）殺長子
	  
	  
	  

敘述完畢，全體詠唱一首數算天主大恩清單的歌謠，見本頁第2首
Danyenu。若不詠唱，可省略，續唸第13頁「謝恩頌」。

猶太傳統習俗，在讀出每一個災難時，便從杯中潑出一滴酒
來；我們為了營造氣氛，以拍桌子代之。

Dayeinu這首歌共有14節，共數算出天主的15個大恩，由出埃
及至入許諾之地為止：出埃及、罰埃及、懲神祇、殺長子、奪
財寶、分紅海、過紅海、誅仇敵、四十年、賜瑪納、安息日、

西乃山、𧶽法律、入許地、建聖殿。本歌詞數算第1,11,13恩。

全體斟第三杯酒「祝福之杯」，放在桌上。

	  

	  

【邀請祝謝】

主禮：請眾讚美上主！

全體：願上主的名受讚美，從現在直到永遠。

主禮：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我們從他的恩物中得到了飽飫。

全體：願上主受讚美！我們從他的恩物中得到了飽飫，並生活
在他的慈愛中。

主禮：願上主受讚美！我們從他的恩物中得到了飽飫，並生活

在他的慈愛中。

全體：願上主受讚美！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祝謝經】

(1)【造主讚】（Birkat	  hazimmun）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慈善，仁愛和憐
憫，養育了普世眾生，我們讚美你，上主，你飽飫了天
地萬物，我們讚美你。

全體：願天主永受讚美。

12. 餐後祝謝經 $rb–Barekh

餐後唸「祝謝經」是申命紀的規定：「幾時你吃飽了，應感謝

上主你的天主，因為是他賜給你這樣肥美的土地。」（申

8:10）逾越節的「祝謝經」很長，我們採用了較短的版本。

經文可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邀請祝謝」：主禮邀請在場
眾人讚頌天主，形式與彌撒聖祭中的「頌謝詞」很相似。第二
部份是「祝謝經」，與彌撒聖祭中成聖體聖血以後的「禱文」
很相似，共分四段，分別是感謝創造之恩和大地的恩賜，為耶
路撒冷祈禱，及感謝萬善之源的天主。每段經文後，都加上很

冗 長 的 「 延 續 經 」 ， 我 們 只 保 留 了 其 中 第 三 篇 （ yaaleh	  
weyavo），因為它與耶穌在 後晚餐中所說的話頗有關係。

1. 出埃及

2. 安息日

3. 賜法律

2

1.  天主若領我們出埃及，我們便心滿意足了。

我們已⼼心滿意⾜足  DAYE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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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唸「謝恩頌」：

全體：為了各種恩惠，我們應知恩感謝天主！他救我們出離埃

及，懲罰了埃及人和他們的神祇，擊殺了他們的長子，

把他們的財富賜給了我們。他又為我們把海水分開，使

我們乾著腳走過紅海，但卻以海水淹沒了我們的仇敵。
他在我們四十年曠野的流浪中養活了我們，從天上賜給

我們瑪納，並教導我們遵守安息日。他帶領我們到西乃

山，在那裡頒給我們法律，他引領我們進入福地，使我

們能興建聖殿，好能補贖我們的罪過。

【解釋⻝⾷食物的意義】

【逾越節羔⽺羊】（xsp	 ﹣Pesach）

主禮拿起盛著羊腿骨的餐盤（切勿手執羊骨）。

主體：我們為什麼要吃「逾越節羔羊」呢？這羔羊就是我們的
祖先奉獻給上主的逾越節犧牲，為紀念神聖而堪受讚美
的天主，在埃及國逾越了我們祖先的房屋，一如經上所
說：「這是獻於上主的逾越節祭獻：當上主擊殺埃及人
時，他越過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救了我們每
一家。（出13:27）。」

主禮把餐盤放回桌上。

長輩為大家講述完逾越節的故事後，便開始解釋三種食物的意

義。辣彼加瑪里耳（Gamaliel）認為，在這晚餐中，主禮若沒
有說明「逾越節羔羊」、「無酵餅」和「苦菜」的意義，便沒
有善盡自己的本份。對於新約的天主子民來說，這些食物具有
預像意義，在基督的自我奉獻中已完全實現了。基督是拯救普

世的羔羊（格前5:7），他更藉無酵餅和葡萄酒的標記，為我們

建立了彌撒聖祭，以重演十字架的祭獻（格前11:23-‐26）。

吃過帶有象徵意義的食物後，現在開始吃正餐。大家可以懷著歡樂的氣
氛用膳。

主禮取出那片保留之餅，分成小塊給全體吃，當作「尾盤」。

「我蘸這片餅遞給誰，誰就是。」耶穌就蘸了一片餅遞給依斯
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隨著那片餅，撒殫進入了他的心，
於是耶穌對他說：「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同席的人誰
也沒有明白耶穌為什麼向他說了這話，不過有人因為猶達斯掌
管錢囊，以為耶穌是給他說：「你去買我們過節所需要的。」
或者，要他給窮人施捨一些東西。猶達斯一吃了那片餅，就立

時出去了；那時，正是黑夜。（若13:21-‐30）

10. 進餐 $rw[ !xlX–Shulchan	  Orekh

逾越節是猶太家庭 大的慶節，象徵團結友愛，自由和希望，
為此應以喜樂的心情來舉行。食物方面，為配合猶太人的飲食

規定（Kashrut），宜遵照本書第4頁（2）的指示，且要避免肉
類與乳品一起吃。雖然在公元七十年後，猶太人由於舉行祭獻
之聖殿被毀而今晚不吃羊肉，但我們為了倣效耶穌的 後晚
餐，可特別吃烤熟的羊肉，當作逾越節羔羊。

11. 尾盤：保留之餅 !wpc–Tzafun

參禮者當中若有小孩子，可讓他們四處尋找那片在程序4「擘

餅」時所收藏起來的「保留之餅」；“Tzafun”的意思原指找出這

片餅。猶太人以這片餅紀念昔日聖殿尚存時的逾越節犧牲——
羔羊。晚上的慶典以這片餅作尾盤，直至明天不可再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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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酵餅】（hcm	 ﹣Matzah）

主禮拿起一片無酵餅或盛著無酵餅的碟子。

主禮：我們為什麼要吃「無酵餅」呢？這些餅就是我們祖先在
埃及，蒙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施恩拯救時，匆忙帶出
來的無酵麵團，一如經上所說：「他們把那些從埃及帶
來的無酵麵團，烘成無酵餅，因為他們急速離開埃及，

不能耽擱，來不及準備行糧（出12:39）。」

主禮放下無酵餅。

【苦菜】（rwrm	 ﹣Maror）
主禮拿起一些苦菜。

主禮：我們為什麼要吃「苦菜」呢？我們吃苦菜是為追憶我們
的祖先被埃及人虐待，一如經上所說：「埃及人嚴厲地
強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強迫他們和泥造磚，以及田間

的一切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十分痛苦（出1:13-‐14）。」

主禮：我們無論生活在任何世代，都應視自己是天主從埃及帶

領出來的，因為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不單只救了我

們的祖先，且把我們一起救了出來。一如經上所說：

「他從埃及將我領出來，帶領我們進入他曾向我的祖先

許誓要賜給我們的土地」（申6:23）。

主禮獨自舉杯誦唸。 

主禮：因此我們應該感謝他，讚美他，稱揚他，歌頌他，朝拜

他，因為他給我們的祖先行了這些奇事。他由奴役中解

放我們，在痛苦中賜與我們歡樂，在哭泣中帶給我們喜

講解完食物的意義後，主禮誦唸一篇謝恩詞，內容與基督徒感
恩經中的「頌謝詞」很相似。全體則以「讚主詠」（或稱哈肋

耳Hallel）來回應，頗像頌謝詞後詠唱的「聖聖聖」。

全體取一些苦菜蘸甜醬（Charoset），拿在手中，一起誦唸：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了我

們，又命我們吃苦菜，我們讚美你。

全體吃苦菜，吃時以左臂靠在桌上。

主禮由碟中拿起第三塊無酵餅擘開，取其中兩小片，把苦菜夾在中間，
然後蘸甜醬，拿在手中說：

主禮：偉大的經師希肋耳曾囑咐我們不要把無酵餅和苦菜分開

來吃，但要如同經上所說，應同時吃無酵餅和苦菜（參

看戶9:11）。

全體照樣把無酵餅擘開，每人取些苦菜夾在兩片餅中，然後蘸甜醬一起吃。

8. 苦菜 rwrm–Maror

9. 無酵餅苦菜包 $rwk–Korekh

在逾越節晚餐中，作主人家的若對某客人特別表示友情，便蘸
餅於醬中遞給他。耶穌遞給猶達斯的那片餅是他愛情的 後呼
喚，可惜猶達斯沒有明白基督的深愛，寧可獨自走入黑暗中。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心神煩亂，就明明地說：「我實實在在告訴
你們，你們中有一個要出賣我。」門徒便互相觀望，猜疑他說
的是誰。門徒中有一個是耶穌所愛的，他那時斜依在耶穌的懷
裡，西滿伯多祿就向他示意說：「你問他說的是誰？」那位就
緊靠在耶穌的胸膛上，問他說：「主，是誰？」耶穌答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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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由黑暗中引領我們進入光明的境界，從降服中拯救

了我們。為此，讓我們在他面前詠唱新歌。」

主禮把酒杯放回桌上。全體一起詠唱詠113 Halleluyah	   或其他曲調（見

28頁第6首），或誦念出來（見16頁）。

【詠113】願上主的名常受讚美

聖詠集內有多首包含「亞肋路亞」的聖詠：Hallelu-‐yah	   意即
「請你們讚美上主！」在逾越節晚餐中詠唱的共有兩組：詠

113-‐118稱為「小哈肋耳」（Hallel	   haqatan）或「埃及哈肋

耳」（Hallel	   hamitzri）。詠136稱為「大哈肋耳」（Hallel	  
hagadol）。敘述完畢，先唱詠113-‐114，餐後再唱詠115-‐118
及136。

主禮拿起第一片無酵餅誦唸。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使大地產生食糧，

我們讚美你。

主禮把無酵餅分成許多小塊給所有參禮者，每人拿著那一小片無酵餅，
一起誦唸以下經文：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了我

們，又命我們吃這無酵餅，我們讚美你。

全體吃無酵餅，吃時以左臂靠在桌上。

及至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穿上外衣，又去坐下，對他
們說：「你們明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你們稱我為『師
傅』、『主』，說得正對：我原來是。若我為主、為師
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
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我老實告訴你
們；沒有僕人大過主人的，也沒有奉使的大過派遣他
的，你們既知道了這些事，如果實行，便是有福的…⋯…⋯
我給你們一條新誡命；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
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相親相愛，
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13:1-‐17︔；
34-‐35）

7. 祝福無酵餅 hcm aycwm
Motzi	  -‐	  Matzah

分吃同一塊餅是合一的象徵（格前10:17）。耶穌和門徒吃 後

晚餐時，可能在這時刻，「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

們說：你們拿去吃吧！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谷14:22；路22:19；瑪26:26）。

3

1. 上主的僕人，請同聲讚頌， 讚頌上主的名。   2. 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從現在直到永遠。

亞肋路亞  HAL’LUYAH

2. Hal’luyah, hal’luyah, yehi shem Adonai mevorakh.   Hal’luyah, hal’luyah, me‘attah v’ad olam.
    Hal’luyah, hal’luyah, hal’luyah, hal’luyah.    Hal’luyah, hal’luyah, hal’lu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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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詠唱，全體可分左右對應誦唸聖詠113及114首。

【詠113】願上主的名常受讚美 (歌詠見28頁第6首 )

【詠114】天主由埃及救出以⾊色列

唸完聖詠，主禮獨自舉杯唸：

主禮：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救贖了我們，由埃

及拯救了我們的祖先，並保全我們直到今夜，使我們能

參與這無酵餅和苦菜的典禮，我們讚美你。上主，我們

的天主，願你讓我們活至其他的慶節和聖日。願藉著你
特選的僕人雅各伯，使我們奉行你的聖意；如此，普世

萬民都要稱揚你的聖名，一齊欽崇你。上主，為救贖我

1.	   亞肋路亞！
	 上主的僕人，請同聲讚頌，※
	 讚頌上主的名。

2.	   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從現在直到永遠。

3.	   從日出到日落，※
	 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4.	   上主超越列國萬邦，※
	 他的光榮凌駕穹蒼。

5-‐6.誰能與上主，我們的天主相比？※
	 他從高處俯視諸天和大地。

7.	   把軟弱的人從塵埃裡救起，※
	 把窮苦的人由糞土中高舉。

8.	   使他們與公卿同席，※
	 與民間的縉紳並坐。

9.	   使那不妊的婦女安居家中，※
	 成為多子的母親，其樂融融。

1.	   亞肋路亞！
	 當以色列出離埃及之時，※
	   雅各伯家離開蠻夷之日。
2.	   猶大成了上主的聖所，※
	   以色列做了他的王國。

3.	   海洋見勢，立刻逃走，※
	   約旦河也回轉倒流。

4.	   山嶽好似公羊跳躍，※
	   丘陵有如羔羊舞蹈。

5.	   海洋，你為什麼逃走？※
	   約旦，你為什麼倒流？

6.	   山嶽，你為什麼好似公羊跳躍？※
	   丘陵，你為什麼有如羔羊舞蹈？

7.	   大地！你要在上主面前戰慄，※
	   在雅各伯的天主面前震撼。

8.	   他使磐石變成了水潭，※
	   他使岩石變成了水泉。

們和拯救我們的靈魂，我們向你謳唱新歌。上主，拯救

以色列的天主，我們讚美你。

全體舉杯誦唸葡萄酒祝文，然後飲第二杯酒。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葡萄的果

實，我們讚美你。

服務員拿盛水盆、水壺和毛巾，為大家洗手。全體先唸以下經文：

全體：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了我

們，又命我們舉行洗潔禮，我們讚美你。

6. 洗潔禮 hcxr–Rochtzah

在逾越節晚餐中，洗潔禮象徵參禮者有潔淨內心的需要，主耶
穌很可能在禮節的這時刻給門徒洗腳。此濯足禮代表新誡命的
互愛精神和新約中服務的重要性。此時，宜聆聽若望的記述。

在逾越節慶日前，耶穌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
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正吃晚
餐的時候——魔鬼已使依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決
意出賣耶穌——耶穌因已知道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也
知道自己是從天主來的，又要往天主那裡去，就從席間
起來，脫下外衣，拿起一條手巾束在腰間，然後把水倒
在盆裡，開始洗門徒的腳，用束著的手巾擦乾，及至來
到西滿伯多祿跟前，伯多祿對他說：「主！你給我洗腳
嗎？」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現在還不明白，但
以後你會明白。」伯多祿說：「不！你永遠不可給我洗
腳！」耶穌回答說：「我若不洗你的腳，你就與我無
分。」西滿伯多祿遂說：「主！不但我的腳，而且連手
帶頭，都給我洗吧！」耶穌向他說：「沐浴過的人，已
全身清潔，只需洗腳就夠了。你們原是潔淨的，但不都
是。」原來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為此說：你們不都是
潔淨的。


